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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师生热议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

传承和发扬伟大建党精神，
传承和发扬伟大建党精神
，
永远跟党向前走
我校举行主题活动
重温重要回信精神
6 月 27 日，我校举行“心
有所信 方能行远”学习宣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给复旦大学
《共产党宣言》展示馆党员志
愿服务队全体队员重要回信
精神一周年主题活动。
校党委副书记许征代表
学校党委回顾了全校师生学
习宣传贯彻总书记重要回信
精神工作。校党委副书记尹
冬梅主持活动。校党委副书
记、副校长周亚明，校党委常
摄影：
摄影
：
黄文发
委、上海医学院党委副书记、
副院长徐军，以及师生代表、
党支部书记代表和“星火”党
7 月 1 日，复旦师生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心潮澎湃，精神振奋。大家纷纷表达了对第一个百年奋
员志愿服务队全体队员等出
斗目标实现的欢欣鼓舞，对革命先辈和英雄模范的崇高致敬，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定信心，表达了传承和发扬伟大
席活动。
建党精神、
永远跟党走的信念和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决心。
许征表示，我们要始终牢
记总书记的殷切期望，坚定理
想信念、矢志拼搏奋斗，学思
● 校党委书记 焦扬
复兴的先锋力量。作为中国人自
听后心情澎湃激昂，
深受鼓舞。
● 上海医学院教授、
中国工程院
践悟，奋发有为，始终如一传
百年风雨兼程，万里风鹏正
主创办的第一所高校，复旦的发
过去的一百年，是我们党带
院士 闻玉梅
承宣言精神，一以贯之弘扬红
举。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展始终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相
领人民矢志践行初心使命、筚路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既追
色传统。要以回信精神为引
国家新征程顺利开启的重要时
连、与党的奋斗紧紧相依。新征
蓝缕奠基立业、创造辉煌开辟未
述了中国苦难的过去，又显示了
领，持续用好红色资源、赓续
刻，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百年
程上，全体复旦人将更加紧密团
来的一百年。在党的坚强领导
中国伟大的今天与未来,也相信参
红色血脉，扎实开展师生思想
华诞！在天安门广场现场见证这
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下，
我们不仅大踏步赶上了时代， 加今天活动的青少年会终生难
政治教育，深化马克思主义理
一伟大的历史时刻，聆听习近平
央周围，始终牢记“心有所信、方
更昂首阔步走在了时代前沿。教
忘。中国共产党必将带领中国人
论的研究阐释，全面开启迈向
总书记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讲
能行远”
的教诲嘱托，
坚持立德树
育作为党之大计，
国之大计，
功在
民站起来、
富起来、
强起来。
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前列高校
话，庄严神圣、心潮澎湃、振奋万
人固根本、
改革开放再出发，
传承
●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党委
当代，
利在千秋，
在我们党执政兴
建设新征程。
千、
豪情满怀！
弘扬红色基因、赓续复旦优良传
国的宏伟蓝图中具有重要地位。 书记 刘季平
周亚明向“星火”党员志
总书记在讲话中庄严宣告了
统、
践行强国复兴之志，
培养更多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高等教育
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
愿服务队毕业离队队员赠送
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深
有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堪当
事业取得了世界瞩目的巨大成
论和实践立足点，更是党百年奋
纪念品，新老负责人进行队旗
刻阐释了我们党为中华民族谋复
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就，建成了全球最大规模的高等
斗得出的历史结论。我们的政治
交接。“星火”党员志愿服务
兴的百年主题和伟大成就，深刻
我们将始终坚持和发扬“建
教育体系，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
学、
公共管理学等学科，
要坚持把
队 副 队 长 、中 国 语 言 文 学 系
阐释了伟大
“建党精神”
这一中国
党精神”、团结带领全校师生，坚
主义高等教育发展道路。无论风
学问做在中国大地上，坚持将理
2019 级博士研究生许亚云介
共产党的精神之源，深刻阐释了
定不移地巩固和发展党的领导这
云变幻，一代代复旦人始终初心
论与中国的实践相结合。
绍了“星火”党员志愿服务队
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九条奋斗
一社会主义大学最大优势，心怀
不改，始终听党话、跟党走，追求
●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教授、
第
一年来的成长与收获。
经验，并对全体中国共产党员发 “国之大者”，坚守立德树人和为
真理、
追求光明的使命历久弥新。
三党支部书记 颜波
附属华山医院教授、中国
出新征程的伟大号召。总书记的
党育人、
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
扎
总书记在重要讲话中指出，
作为高校科研战线的一员， 工程院院士顾玉东，新闻学院
重要讲话，
深邃洞察历史大势，
深
根中国大地办好世界一流大学， 我们要用历史映照现实、远观未
既要“顶天”做前沿科学研究，又
党委书记、执行院长张涛甫，
入把握历史规律，深切怀念先辈
敢为人先、
追求卓越，
更加自信地
来，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中
要“立地”做解决社会经济发展
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教师党支
先烈，
深情致敬人民英雄，
深隽期
屹立世界教育和学术之林，践行
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
需 要 的 科 学 工 作 ，用 好 科 技 成
部书记常芳，数学科学学院教
望中国青年，高屋建瓴、荡气回
党的根本宗旨、
坚持师生为本，
加
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
果，切实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和产
授、民盟盟员陆帅，外国语言
肠、激荡灵魂、昂扬斗志，是中华
强 党 的 建 设 、推 进 全 面 从 严 治
续成功，从而在新的伟大征程上
学研融合，造福广大人民，为实
文学学院 2018 级硕士研究生
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历史
党。在新的赶考路上，以新的不
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坚守初心
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作出应
贾怡锐五名代表分别作交流
进程的时代宣言，是中国共产党
凡业绩为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使命、
开创美好未来。站在
“两个
有的贡献。
发言。
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奋进新征程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办好
一百年”
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 ● 微电子学院退休教师 张国权
据介绍，在重要回信精神
的总动员令，是马克思主义中国
人民满意的教育作出新的贡献， 复旦大学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所有中
的指引下，
“星火”党员志愿服
化的光辉篇章。
为党的千秋伟业奋力书写复旦人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牢
国共产党人发出的伟大号召，激
务队规模已由原来的 30 人增
励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顽强奋斗
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
新的壮丽篇章！
把握社会主义办学方向，
推动
“双
加到 64 人，成立了《共产党宣
继续前行。我将永远牢记入党誓
点上，
总书记把未来嘱托青年、
把
● 校党委副书记、
校长 许宁生
一流”
建设提质增速，
努力实现一
言》展示馆党员志愿服务队党
词，牢记初心使命，充分发挥余
希望寄予青年。他强调，一百年
在充满庄严感、自豪感的伟
流育人质量、
一流学术成果、
一流
支部，校党委书记焦扬亲自联
热，
继续奋勇前进。
前，一群新青年高举马克思主义
大历史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
社会服务、
一流师资队伍、
一流基
系该党支部。所有队员上岗
● 现场观礼代表、
“星火”
党员志愿
思想火炬，在风雨如晦的中国苦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
础设施，培养好以民族复兴为己
之前平均阅读各类文献 10 万
服务队队员、
材料科学系 2021 级
苦探寻民族复兴的前途。陈望道
上的重要讲话，
以宏阔的视野、
深
任的时代新人；在重大基础研究
余字，形成英语、法语、日语等
博士生 左宗正
老校长就是这群新青年的一员， 刻的思想、丰富的情怀全面回顾
领域和关键技术攻坚方面形成新
多语种讲解稿件。一年来，累
作为一名青年党员，我一定
他翻译的首个《共产党宣言》中文
了建党百年来的峥嵘岁月、伟大
突破，抢抓机遇、奋勇向前；弘扬
计接待参观者 2.4 万人次，开
会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期望，让
全译本为党的创建奠定思想理论
成就和宝贵经验，系统总结了伟
伟大建党精神，充分激发全校党
展讲解 700 多场，先后获得全
青春之花绽放在祖国最需要的地
基 础 ，也 种 下 复 旦 百 年 红 色 基
大建党精神的丰富内涵，为全面
员和师生干部爱党报国、砥砺奋
国基层理论宣讲先进集体、全
方，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
因。一百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
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
进的磅礴伟力，为全面开启迈向
国学雷锋志愿服务“四个 100”
旗帜下，
包括复旦人在内，
一代代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出了
中国特色世界顶尖大学新征程、 强国的目标而努力奋斗，为实现
最佳志愿服务组织等荣誉，入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
中国青年把青春奋斗融入党和人
有力指引和根本遵循。作为高等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作
选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懈拼搏。
民事业，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教育战线和科技战线工作者，我
出新的更大贡献！
精品项目。 文 / 李斯嘉 余璇

